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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注销公告
东方雄才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9007000006508）拟向东方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华鑫隆木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9003000028676）拟向儋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陵水立志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拟
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临高旺鱼养殖专业合作社拟向临
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盐业总公司海口分公司

关于通知罗云返岗的公告
自2018年 3月至今,罗云你未按
时上下班,未完成本职工作,且
未有任何请假手续,已严重违反
了《海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员
工考勤休假管理办法》。期间单
位领导多次电话通知罗云你返
回公司上班,但你至今仍未返回
公司上班。现公司登报再次通
知你,即(登报之日)起15日内(即
2019 年 3 月 18 日前)返岗工作,
若逾期不归,视为自动离职,公
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等有关规定予以解除劳
动关系。

注销公告
陵水兰斯桌姆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登报45天内到我司办理相关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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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五指山六龙观光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01000011362）拟向

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富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100000270356）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金色椰子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460000000076172）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奇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91469002MA5RCHUT02）拟向

海南省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红星海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60100000362824）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味之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91

460100583922962W）向海口市

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来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恒达盛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000142381）拟向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

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文武道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460100000719823）

拟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华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向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岸中南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天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1469025MA5T2CH714）拟向

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45天内

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撤销清算组备案公告
海南罗牛山黑猪发展限公司2017

年4月25日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的成立清算组备案申请，

因为业务需要，现经股东会决议解

散此清算组，公司继续经营免除清

算组人员各职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龙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469027MA5T23TY44）拟 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45天内
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鑫达物流有限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于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事宜。

公告
林保森：
因你逾期付款，海南伊甸园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已归海
南万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请
你在公告之日起十日内至琼海市
人民法院办理（2018）琼9002行初
14号案撤诉工作。逾期撤诉的，我
将依法追究你的相应民事责任。

公告人：曹宏彬
2019年3月5日

注销公告
三亚篮盾木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因五指山互通匝道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
工程施工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具体管制，具体交通管制
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4月9日。二、
管制路段及管制方式：根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S26五
指山连接线K19+000至K20+600段左幅(五指山往海口方向）采
取封闭第二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

管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
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3月4日

关于S26五指山连接线互通匝道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广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招聘司机
根据业务发展，经集团批准，招

聘货车司机2名，招聘要求：1、工作
责任心强，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胜
任凌晨驾驶工作。2、需持有B牌驾
照和5年货车驾驶经验。
朱先生 66810712 13907538511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胡
喆）记者3月5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获悉，该研究
院200吨推力的先进固体发动机地
面热试车获得圆满成功，可为我国新
一代固体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更强
劲、性价比更高的先进动力。

据介绍，该发动机是航天科技
集团四院瞄准未来商业航天发射市
场需求，研发的一型目前国内装药
量最多、推力最大的高性能纤维缠
绕复合材料壳体整体式固体发动
机。发动机直径2.65米，装药量71
吨，推力达到200吨，综合性能达世
界先进水平。

早在2009年，四院就在国内率
先研制成功了当时推力最大的整体

式发动机，该台发动机为金属壳体，
直径2米、装药量35吨、推力达120
吨。它的研制成功直接推动了我国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第一型全固体
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的立项研制。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四级发动机全
部采用固体发动机，全固体发动机使
火箭最快可以实现24小时发射。

航天科技集团四院200吨推力
发动机总设计师王健儒介绍，为进
一步提升固体运载火箭的运载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四
院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基础上，
自主开展了直径更大、推力更强、
应用领域更广的高性能纤维缠绕
复合材料壳体整体式固体发动机
的预先研究。本次试车的成果，可

应用于未来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
火箭的改进型。

与长征十一号火箭相比，改进
型火箭的一级发动机可由直径2米
提升到2.65米，推力可由120吨提
升到200吨，装药量可由35吨提升
到71吨，发动机的壳体可由原先的
钢壳体发展为高性能纤维缠绕复合
材料壳体，预计火箭700公里太阳
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可从420公斤
提升到1.5吨左右。

航天科技集团四院200吨推力
发动机主任设计师许团委表示，由于
集成了原有发动机的优势和近年来
发动机的研制经验，在商业航天大背
景下，发动机成本得到更好的控制，
具有更高的综合性价比优势。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为我国新一代固体运载火箭提供更强劲动力

200吨推力先进固体发动机地面热试车成功
据新华社杭州3月5日电（记

者 黄筱）记者4日从浙江舟山相关
部门获悉，又一项挑战世界难题、突
破科技壁垒的超级工程——甬舟铁
路已于近日全面启动勘察设计。

同港珠澳大桥一样，全长 77
公里的甬舟铁路主体工程也采用

“桥+隧”组合方式，并将在这两个
领域更进一步刷新世界之最：全长
16.2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
主跨1488米的西堠门特大桥，将
成为世界同类项目中跨度最大的
公铁合建大桥。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港珠澳大
桥越海隧道全长6.7公里，属于沉
管公路隧道，而甬舟铁路金塘隧道

是铁路盾构隧道，全长达到16.2公
里，意味着全线的五分之一都将沉
在东海海底。“这不仅是长度的简单
增加，工程背后从量变到质变的难
度跨越，挑战着科技极限。”项目设
计方表示。

据了解，甬舟铁路是浙江省
“十三五”时期规划建设的重大战
略平台之一——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甬舟铁路总
体设计负责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
院张超永介绍，甬舟铁路设计时速
250公里，是实现浙江省高铁1小
时交通圈的重大举措，建成后不但
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火车的历史，
而且从宁波到舟山只要30分钟，
从杭州到舟山只要80分钟。

“铁路版”港珠澳大桥以“桥+隧”组合方式刷新世界之最

甬舟铁路全面启动勘察设计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赵晓
辉 李泽）记者5日从WAPI产业联
盟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三项三元对
等实体鉴别（TePA-EA）技术正式
发布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
委员会（ISO/IEC）国际标准。

“这是我国在基础技术领域为全

球网络安全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标
志着中国的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国际标
准技术体系演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WAPI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璐璐说。

实体鉴别技术是网络安全领域
的基础共性技术，能为网络参与者提
供身份识别与验证。本次发布的三

项TePA-EA系列技术，为实体鉴别
国际标准技术体系增加了单向鉴别、
多在线可信第三方等机制，有效防范
了信息未经授权使用、误用等网络信
息安全隐患。

据介绍，TePA-EA系列技术的
国际标准提案由WAPI产业联盟牵

头组织推进，西电捷通公司、无线网
络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商
用密码检测中心、国家无线电监测中
心检测中心等联盟成员单位共同组
成了标准项目组。其中，西电捷通公
司是该技术体系的主要技术贡献者。

“与国外同类技术相比，TePA-

EA 在安全性和易用性上更具优
势。”该标准联合项目编辑杜志强说。

截至目前，ISO/IEC 9798系列
实体鉴别国际标准中的所有在线实
体鉴别技术均由中国贡献。此前，西
电捷通研发的两项在线实体鉴别技
术于2010年获批成为国际标准。

我国三项自主研发的
三元对等实体鉴别技术成为国际标准

新华社南京3月5日电（记者王
珏玢）记者从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获悉，该所与兰州大学合
作，新近对过去5000年来湖泊生态
环境的演化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研
究发现，目前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湖
泊生态发生不可逆改变的主要原
因。未来，这项研究还可能在更广
阔的区域、以及更长的时间尺度上
进一步展开。

此次，科研团队突破了以往研
究主要集中在过去几十年的局限。
他们选取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影响较
早的黄土高原六盘山北联池为研究
对象，利用湖泊沉积物岩芯分析古
环境和古生态特征，结合碳 14 测
年，较为准确地还原出过去5000年
来，湖泊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及其
驱动原因。

研究显示，公元前3050年至公
元550年前后，六盘山一带没有明显
的人类活动对湖泊生态造成影响的

迹象，湖泊环境随自然气候变化而改
变。到550年至1150年，人类活动
对湖泊生态的影响开始增强，但此时
湖泊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弹性，当人
类活动减弱时，仍可恢复到自然背景
状态。而在1150年至1950年，人类
活动对湖泊生态的影响逐渐成为主
要驱动因素。不断增强的人类活动，
加剧了流域土壤侵蚀，严重改变了湖
泊接受陆源及水生生物量的比例。
到1650年时，陆源生物量占湖泊总
生物含量已经达到80%左右，这表
明，湖泊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
的状态转变。

“人类工业的发展是近现代以来
对湖泊生态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一
旦超过了临界点，人类活动就会对湖
泊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
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湖所
研究员赵成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
国际地学期刊《第四纪科学评论》上。

中科院科学家准确“还原”出——

近5000年来
湖泊生态环境如何改变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抓好春季开学学校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宋晨、施雨岑）记
者5日从教育部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和幼儿
园食品安全工作，防范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
发生，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出通
知，对2019年春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工作进行部署，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心健康。

通知说，学校供餐群体特殊、人数众多，是食
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春季食物中毒进入易发
期，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点多面广。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严防
严管严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以学校食堂、
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学校周边的小超市、小食
品店、小餐饮店等为重点单位，以畜禽肉及肉制品、
蛋及蛋制品、乳制品、食用油等大宗食品原料及“五
毛食品”等为重点品种，以食品进货查验、食品贮存、
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为重点
行为，组织开展春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内蒙古:

取消技师和高级技师评审
论文要求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5日电（记者李云平）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获悉，内蒙古最新改革技
术工人评价选拔机制，决定取消技师和高级技师评
审的论文、奖励证书等要求，打破年龄、学历、资历、
身份、比例等限制，重点考核技术工人实际操作技
能水平和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等方面的能力。

据介绍，对在技能岗位工作并掌握高超技能、
作出突出贡献的骨干技能人才，内蒙古允许破格或
越级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完善职业资格评
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办法，支
持和引导企业自主开展技能评价，结合实际建立从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到首席技师、特级技师等梯
次培养体系，并将评价结果与工资待遇挂钩。

云南发现体长超过6厘米
超级大黄蜂

据新华社成都3月5日电（记者李倩薇）体长超
过6厘米，翅膀展开达9.35厘米，远远超过了过去翅
展7.6厘米的世界最大胡蜂纪录，而尚未找到的蜂
王个体应该更为巨大……近日，成都华希昆虫博物
馆的昆虫专家，在云南省普洱市与缅甸交界的地
区，发现了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最大胡蜂个体。

这种中国大虎头蜂（Vespa mandarinia）是
世界上最大的胡蜂科种类，常常被人们叫做大黄
蜂或大马蜂。主要栖息于亚洲东部和南部的温带
和亚热带地区，西方国家叫它亚洲巨蜂。维基百
科等多种资料记载，世界已知最大体型胡蜂的蜂
王身体长达5至6厘米，翅展最大为7.6厘米。

去年11月，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考察队在云
南考察时发现，云南普洱地区存在体型巨大的中
国大虎头蜂，其工蜂的大型个体体长超过6厘米，
翅展可达9.35厘米。该种群的蜂王应该更大，可
惜未能找到。这一尺寸刷新了世界上已知5000
多种胡蜂的最大体型纪录。


